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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油价下跌利好美国经济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高伟东

时下，俄罗斯经济就像天气一样
已步入寒冬。根据俄罗斯经济发展部
的最新预测，2015年俄国内生产总值
将负增长 0.8%，这是近五年来俄经济
首次面临负增长，而陷入衰退的主要
原因之一就是国际市场石油价格的

“跌跌不休”。为此，俄罗斯总理梅德
韦杰夫近日坦言，石油价格从当前谷
底回升对俄罗斯经济至关重要。

为什么石油价格对于俄罗斯经济
的影响如此之深？对于俄罗斯民众而
言目前最直接的感受莫过于油价与卢
布汇率的“联动”。最近，卢布汇率
不断“刷底线”，12 月 3 日俄罗斯卢
布汇率创下了历史新低，卢布兑美元
汇率自今年年初以来已累计下跌约
60%。俄罗斯经济界认为，在俄罗斯
2014年的财政安排中，油气收入就占
全部财政收入的 48%，是俄罗斯最主
要的外汇收入和预算资金来源，因此
卢布从很大程度上属于石油货币。就
俄罗斯的现实经济结构而言，卢布汇
率也只能跟着国际油价的起伏“随波
逐流”。

与油价挂钩的除了汇率外还有俄
罗斯明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国际油价

何时见底对俄经济前景将产生决定性
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
指出，国际油价的下跌严重威胁了俄
罗斯经济，显著增加了俄罗斯经济的
脆弱性。俄罗斯投行“复兴资本”的
经济学家库兹明指出，明年俄罗斯经
济数据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油价。如
果 明 年 国 际 油 价 徘 徊 在 每 桶 80 美
元，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将负增长
1.5%。俄经济发展部副部长韦杰夫则
谨慎乐观地认为，明年俄经济有望触
底趋稳，不过国际油价需要回升到每
桶 85 美元至 95 美元的区间，这样俄
罗斯经济在投资和消费的带动下可望
于 2016年重回增长轨道。

不过，俄罗斯政府也正在加紧应
对油价出现持续低迷的可能：一是俄
财政部、俄经济发展部和俄央行已经
准备了国际油价跌破每桶 60 美元的
心理价位的预案。俄罗斯央行认为，
如果油价持续在每桶 60 美元的区间
浮动，俄罗斯将受到重创并使明年经
济出现 3.5%至 4%的衰退。俄罗斯经
济发展部已根据每桶 80 美元的油价
预期，重新修订了今明两年的社会经
济发展目标。二是俄罗斯政府再次启

动对俄能源巨头——俄罗斯石油公司
的私有化进程。俄罗斯政府近日批准
将国有的“俄石油”公司中 19.5%的
股份进行私有化，俄罗斯财政部认为
此举在 2015 年可以为政府补充预算
收入达 4230 亿卢布。三是俄罗斯政
府决心加快石油化工和石油冶炼行业
的发展。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近日
在视察鞑靼石油公司新投产的一家石
油加工和石油化工综合体时强调，在
油价波动的背景下，俄罗斯将大力提
升本国石油产品深加工能力，努力提
升石油加工制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
力，同时加快落实进口替代战略。

的确，石油依赖如同俄罗斯经济
的 “ 阿 克 琉 斯 之 踵 ”。 俄 罗 斯 《公
报》 评论指出，油价的下降正如海
水退潮，长期在高油价掩盖下的俄
罗斯经济无法继续“裸泳”，油价越
低，暴露的问题就越明显。俄罗斯
央行第一副行长尤达耶娃认为，国
际油价长期走软的可能性很高，如
果出现价格降至每桶 60 美元以下的
情况，俄罗斯经济需要进行更大规
模的结构性调整，加快进口替代和
出口多元化战略。

欧佩克维持现有 3000 万桶/天的产量最直接的影响

就是市场供应将继续维持在高位。与当前欧洲和亚洲这

两个主要的原油消费地区相对疲软的市场需求相比，过

量的供给将给国际油价进一步带来下行压力。

市场分析认为，欧佩克此次维持产量不变，释放出一

个重要信号，即欧佩克已经开始逐渐放弃其作为国际原

油市场价格主导者的角色，开始让市场成为主导国际油

价的重要因素。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欧佩克都牢牢把握

着国际原油市场的话语权，其通过限制产量成功地将油

价维持在相对高位，确保了成员国的高收益。但从今年

夏天开始，油价一路下跌，半年来油价跌幅已经接近

50%。在面对如此大跌幅的情况下，欧佩克仍没有采取

减产措施，令市场产生了强烈波动。在此次欧佩克部长

会议前后，欧佩克秘书长巴德里和沙特石油部长纳伊米

已多次表态，应当让市场对油价进行自主调节，欧佩克无

意通过大规模减产来干预油价走势。市场分析认为，欧

佩克此举主要源于其对正被不断蚕食的市场份额的担

忧。近年来，利比亚、伊拉克等欧佩克成员国政治局势不

稳，伊朗长期遭受美国经济制裁，原油产量受到极大影

响。同时非欧佩克产油国增产趋势日益明显，特别是伴

随页岩油产业的快速发展，美国原油产量迅速提升。欧

佩克已经切实感觉到来自非欧佩克产油国的竞争压力。

一旦欧佩克成员国减产，市场份额将会迅速被非欧佩克

产油国抢占，成员国的石油收益将会进一步减少。

另一方面，欧佩克最重要的成员国沙特希望能够利

用低油价遏制美国页岩油开采，从而确保欧佩克成员国

在国际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近两三年来美国页岩油产业

蓬勃发展，随着技术进步和市场的扩大，产量不断提高。

“页岩油革命”的说法曾一度被市场当做打破欧佩克原油

垄断的一把利剑。起初，欧佩克并没有非常认真地对待

美国页岩油产业所带来的影响。但随着近两年该产业的

不断成熟和成本的不断降低，欧佩克开始真切地感受到

其给自身带来的威胁。目前，美国大部分页岩油企业的

开采成本约在 70 美元至 80 美元的价格区间，欧佩克认为

如果能够将油价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将会给美国页

岩油产业和相关企业带来很大冲击，从而对其发展起到

一定的遏制作用，并进而解决国际市场供给过剩的局面。

分析指出，欧佩克此举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非

欧佩克产油国产生一定冲击。挪威咨询公司 Rystad

Energy 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因为过低的油价，世

界范围内已经有总额超过 1500 亿美元的石油项目停

工。当然，欧佩克放弃减产的决定在确保市场份额和遏

制美国页岩油产量的同时，也会给自身带来收益压力。

欧佩克成员国对低油价风险的“抵抗力”也十分不同。沙

特等主要产油国虽然对石油收益有严重依赖，但其自身

经济基础相对较好，能够较长时间地抵御低油价给本国

经济带来的影响。而对委内瑞拉、伊朗等经济基础相对

较差的成员国而言，低油价导致的石油收益锐减则可能

给本国财政收入带来沉重打击。委内瑞拉近期表示，受

国际油价持续走跌影响，该国财政收入减少了 35%，尼日

利亚也在不久前宣布提高利率并削减财政预算。

分析认为，随着欧佩克作出维持产量不变的决定，世

界可能会迎来“低油价时代”。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仍然乏

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将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3.3%，欧元区主要国家也纷纷下调了今年的增长预期。

亚洲新兴市场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生力军也面临增长困

境。分析认为，当前的世界经济形势很难从根本上改变

国际原油市场供大于求的供需基本面，买方市场不利于

油价的重新回升。欧佩克维持产量给供需关系调整带来

更大难度，给油价回升带来更大压力。“低油价”恐将在未

来一段时间成为国际原油市场的常态。近日，欧佩克相

关人士表示，沙特对油价未来的预期在 60 美元/桶左右，

当前的油价仍有一定的下行空间。欧佩克的评估认为，

60 美元/桶的价格对沙特和其他欧佩克成员国而言是可

以承受的，但欧佩克成员国不会让油价在如此低的价位

持续太长时间。分析认为，2015 年上半年油价仍会在相

对低位运行，明年年中的欧佩克部长会议上成员国是否

会作出减产决定，还要根据市场的走势决定。

欧佩克缘何

拒绝减产
谢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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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供需关系、美元走强、

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影响，今

年 6 月份以来，国际油价持续

下行。伴随着油价的下跌，国

际原油市场深层次的结构性

变化逐渐显现，以页岩油、油

砂为代表的非常规石油资源

产量的快速增长正在改变全

球原油供应格局。如何适应

这种变化，需要相关各国密切

关注并谨慎应对

在美国页岩油气产量不断创历史
新高、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无
意减产、欧洲及新兴国家经济放缓降
低对原油需求、美联储结束第三轮量
化宽松引致美元指数走强等多种因素
作用下，国际原油市场迎来 2008 年
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跌势。自今年 6
月中旬以来，国际油价已经下跌近
40%，12 月 5 日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下
跌 1.45% ， 报 收 于 每 桶 65.84 美 元 ，
创下 2009 年 7 月 29 日以来的最低收
盘价位。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油价下跌可
能引发人们对美国亚特兰大和达拉斯
地区页岩油气钻探活动前景的担忧，
但总体而言，油价下跌减少了美国家
庭在汽油消费方面的开支，相当于增
加了美国家庭收入，有利于扩大美国
家庭其他方面的支出，进而推动美国
经济增长。美联储 12 月 3 日发布的本
年度最后一份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

（褐皮书） 显示，消费开支持续增长
是支撑美国近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
力。10 月到 11 月期间，美国多数地
区的消费者支出继续趋向增长，而汽
油价格下降是导致消费者支出增加的
重要原因之一。

美国常规汽油的全国平均价格已
经从一年前的每加仑 3.27 美元 （今年

6 月份高点为每加仑 3.68 美元） 降至
2.77 美元左右，有些地区的价格已经
降至2.5美元以下。历史数据表明，如
果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 60 美元左右，
美国常规汽油全国平均价格将会降到
每加仑 2 美元至 2.5 美元。一般而言，
标准的美国家庭每年要消耗1200加仑
汽油，而今年 1 月至 11 月，美国车主
支付的平均价格为每加仑3.38美元。

根据高盛公司的测算，截至目
前，国际油价的下跌相当于给美国家
庭派发了 750 亿美元现金，如果国际
油价继续下跌，这一金额还会继续增
加。对于标准的美国家庭来说，相当
于每年增加1100美元左右的收入，对
于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工资收入增长
停滞的大多数美国家庭来说，无疑是
一份巨大的额外收入。这将有利于进
一步提振美国的消费支出，使美国经
济多增长0.3至0.4个百分点。

国际油价下跌还将会降低运输与
生产成本，使美国大部分行业受益，
如房地产行业，很多与石化相关的建
筑材料价格都在下降，这有利于美国
房地产开发商降低成本，增加利润。
同时，更低的国际油价也会以别的方
式刺激美国经济增长，这将在零售、
休闲、旅游和医疗等行业创造出数以
万计的就业机会。美联储纽约主席杜

德利表示，油价下跌对消费支出将是
很强的刺激，特别是那些有固定薪水
而又有意愿消费额外收入的中产阶级。

在负面影响方面，国际油价下跌
无疑会对美国页岩油气未来投资的增
加产生不利影响。在连续三四年高油
价的背景下，美国在页岩油气领域的
投资大幅增加，成为过去几年美国经
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因素之一。国际能
源署的数据表明，美国约 80%的新页
岩油井盈亏平衡点为每桶 60 美元，
即使现有油井仍处于盈利状态，但鉴
于未来一年油价可能走低，美国能源
公司也会重新考虑投资计划。高盛公
司预测，美国能源行业未来一年的投
资较现有水平降低 0.1个百分点。

国际油价下跌对美国经济的另一
负面影响是使美国通胀水平持续低于
美联储长期目标。“低通胀”正在成
为 2015 年 全 球 经 济 增 长 的 主 要 威
胁，也是美国经济下行或长期增速仅
为 2%左右的主要风险。日前，市场
普遍预测，美联储最早将会于 2015
年 6 月启动加息进程。分析人士认
为，如果国际油价继续下跌或一直在
低位徘徊，美联储会将加息时间推迟
到 2015 年 9 月。摩根士丹利的专家团
队则认为，在国际油价下跌的背景
下，美联储在 2016年前都不会加息。

许 滔画

俄罗斯经济下行压力增大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廖伟径

尽管油价下跌让一些石油出口国蒙受了损

失，但总体而言对全球经济是“好消息”。原油

价格下跌 30%将推动美国、欧洲、日本和中国等

世界主要经济体额外增长 0.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拉加德

欧元区通胀长期处于低位的情况并没有

得到改观，长期的低通胀将令欧洲央行很难

实现低于 2％的通胀目标。在通胀预期脆弱

不堪之际，原油价格下降对通胀产生的边际

效应已经不是那么明显了，但欧洲央行将继

续关注油价下跌，谨防能源成本下降令低通

胀再度承压。

——欧洲央行执行委员普雷特

油价上涨刺激了页岩气和页岩油的快速发

展，同样也刺激了上游勘探和开发技术发展。

受益于页岩油气资源开发，美国原油产量快速

增长，已经深刻改变世界能源市场。油价下跌

将会是石油进口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刺激因素，

并改善石油消费国的贸易收支。油价下跌同时

也将严重冲击石油生产国，委内瑞拉、俄罗斯和

伊朗面临的局面尤其严峻。

——牛津大学能源政策学教授迪特尔·赫
尔姆

国际油价短期内下跌的速度越快，未来油

价反弹的速度可能也很快，因为油价下跌能提

振全球消费，刺激经济增长，进而抬升全球需

求。预计经过此轮下跌，国际油价最终将稳定

在每桶 60美元至 70美元区间。

——布鲁金斯学会能源安全项目负责人查
尔斯·埃宾格尔

（默 言整理）

欧佩克维持产量给供需关系调整

带来更大难度，给油价回升带来更大压

力。“低油价”恐将在未来一段时间成

为国际原油市场的常态


